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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邵俊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长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姜长

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4,174,307,922.64 1,879,571,653.56 12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682,968,117.17 1,462,598,582.88 151.81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9,287,670.20 138,044,205.22 29.88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56,230,414.60 217,750,476.81 20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16,215,504.78 98,350,014.21 22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16,843,018.01 97,983,728.68 223.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94 16.31 减少 5.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7 0.67 164.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7 0.67 164.18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2.37 3.17 减少 0.8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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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19,191.5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5,704.0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0,004.7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327.0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11,652.06  

合计 -627,513.2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3,41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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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包含转

融通借

出股份

的限售

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上海之江药业有限公

司 
64,969,560 33.37 64,969,560 

64,969,

56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磐信（上海）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39,454,262 20.26 39,454,262 

39,454,

262 
无 0 其他 

宁波睿道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814,800 5.55 10,814,800 

10,814,

800 
无 0 其他 

上海能发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7,636,440 3.92 7,636,440 

7,636,4

4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宁波康飞顿斯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002,000 3.08 6,002,000 

6,002,0

00 无 0 其他 

富诚海富资管－杭州

银行－富诚海富通之

江 1号员工参与科创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3,372,989 1.73 3,372,989 

4,476,9

89 

无 0 其他 

宁波璟辉脉祚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544,600 1.31 2,544,600 

2,544,6

00 无 0 其他 

上海高特佳懿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36,080 1.10 2,136,080 

2,136,0

80 
无 0 其他 

杭州腾昌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085,600 1.07 2,085,600 

2,085,6

00 
无 0 其他 

上海迈景纳米科技有

限公司 
1,650,000 0.85 1,650,000 

1,650,0

0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45,377 人民币普通股 345,377 

赵春来 249,427 人民币普通股 249,427 

华润元大基金－华泰证券－华润元

大基金涌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81,016 人民币普通股 181,01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 

章建新 172,9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900 

唐克富 159,191 人民币普通股 159,191 

郑俊文 151,135 人民币普通股 15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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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村

和光五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 

王英囡 148,150 人民币普通股 148,150 

王文毅 1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海之江药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宁波康飞顿斯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邵俊斌。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末数 上年年末数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3,091,662,401.27 1,204,708,409.56 156.63 
主要系2021年1月IPO募集资金到

账所致。 

应收票据 80,256.00 380,152.00 -78.89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收票据到期贴

现所致。 

预付款项 17,974,081.42 11,922,334.10 50.76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采购款增加

所致。 

其他应收款 5,627,263.67 1,397,748.47 302.59 
主要系本报告期押金/保证金增

加所致。 

存货 293,631,918.12 131,725,076.56 122.91 
主要系本报告期新冠疫情仍在延

续，对应的备货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0.00 2,795,261.75 -100.00 
上年年末主要系预付上市中介费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7,021,348.60 1,012,750.00 23,303.74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购房款(房

产位于上海市闵行区陈行公路

2168号)所致。 

应付账款 261,376,025.83 159,572,367.83 63.80 
主要系本报告期日常运营应付款

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7,258,056.73 14,037,222.26 -48.29 
主要系本报告期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实收资本（或股 194,704,350.00 146,028,262.00 33.33 主要系2021年1月份IPO发行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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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导致股本增加所致。 

资本公积 2,150,189,569.46 256,544,018.41 738.14 
主要系2021年1月份IPO发行新股

导致资本公积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40,782,043.21 78,949,652.75 -48.34 

主要系本报告期计入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对应的公允价值变动所

致。 

未分配利润 1,224,278,023.50 908,062,518.72 34.82 
主要系本报告期业绩增长，导致

累计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合并利润表项目

名称 
2021年1-3月份 2020年1-3月份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656,230,414.60 217,750,476.81 201.37 
主要系本报告期新冠试剂、设备

及常规产品销量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182,927,434.73 45,284,986.55 303.95 
主要系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导

致对应的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5,013,904.49 562,834.48 790.83 
主要系本报告期业绩增长导致对

应的税金及附加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72,866,523.67 41,080,772.67 77.37 

主要系本报告期业绩增长导致的

市场服务费及销售人员薪酬增加

所致。 

管理费用 14,799,104.71 8,072,031.38 83.34 
主要系本报告期薪酬增长及上市

酒会费用所致。 

研发费用 15,580,686.48 6,907,122.00 125.57 

主要系公司始终注重技术创新及

加大研发力度，本报告期研发投

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4,344,292.00 -803,249.60 
-1,685.78

  

主要系本报告期利息收入增加及

汇兑收益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97,100.43 -75,815.78 159.97 主要系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 19.74 789,994.46 -100.00 主要系上期接受捐赠所致。 

所得税费用 58,418,315.66 15,146,358.03 285.69 
主要系本报告期业绩增长导致对

应的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名称 
2021年1-3月份 2020年1-3月份 

变动比例

（%） 

主要系本报告期业绩增长导致对

应的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4,979,043.85 -7,083,378.88 -3,358.51 

主要系本报告期购置房产所支付

的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48,049,340.89 0.00 不适用 

主要系2021年1月IPO募集资金到

账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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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邵俊斌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